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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482017.htm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

选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答案（本部分1-50题，每题1分，共50

分）1，王某从商场购得一台电视机，使用后因质量问题漏电

而受伤，为此花去医疗费3000元。根据诉讼时效的规定，王

某起诉获得法院支持应根据下列何法？A、《民法通则》B、

《产品质量法》C、《合同法》D、《民法通则》或《产品质

量法》2，李某有一子，为初中一年级学生，在校期间因与同

学丁某发生口角，追打丁某，因校方制止不力，致使丁某摔

伤，共花费医疗费5000元。这一费用应由谁承担？A、李某B

、学校C、主要由学校承担，李某适当赔偿D、主要由李某承

担，学校适当赔偿3、甲与乙是养母女关系。甲曾允诺送给乙

金戒指一枚。后乙结婚时，正值甲外出探亲，乙即将金戒指

拿走。甲发现后要求乙返还金戒指，则：（ ）A、甲乙之间

赠与合同有效 B、甲、乙之间赠与合同无效，但金戒指已转

移至乙手，故金戒指归乙所有 C、赠与合同的有效以物的转

移为要件，但金戒指非依甲的意思而转移占有，故金戒指仍

归甲所有 D、没有事先尽通知义务而占有金戒指，故金戒指

归甲所有4、关某和于某的院子一墙之隔，关某在自家院中种

枣树，枣树枝伸展到于某院内。于某在自家院中打枣吃，因

而和关某发生争执。关某和于某争执的问题在民法中称为：

（ ）A、按份共有 B、区分所有 C、共同共有 D、相邻关系5

、甲将走失的山羊一只带回家中饲养，两月后，甲在农产品

市场上以市场价格100元卖给乙。在回家路上，羊被其主人丙



认出，丙向乙索还，二人争执不下，告到法院。根据法律规

定：（ ）A、山羊归丙，甲退乙100元，丙付甲两个月饲养费

用 B、羊归丙，丙付100元给乙 C、乙将山羊退还甲，并索

还100元 D、山羊归乙，甲将100元给丙，丙付甲两个月饲养

费用6、甲为单位购买办公用品，正值商店进行购物抽奖活动

，甲即用买办公用品的发票领取奖券20张，并将其中10张赠

给乙。乙凭券抽得电视机一台，依法电视机应归谁所有：（ 

）A、甲 B、乙 C、甲的单位 D、甲、乙和甲的单位共有7 

、2003年2月某服装公司和某纺织厂签订了标的额为50万元的

布料和买卖合同，甲公司是纺织厂的保证人。同年3月纺织厂

先交付了价值30万元的布料。后因行情看好，服装公司和纺

织厂又将剩余合同标的额增加了40万元，但并未告知甲公司

，服装公司依约支付了全部货款，而纺织厂未能履行合同，

则甲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范围是：（ ）A、50元 B、40万 C

、30万 D、不承担保证责任8、王某到商店买自行车，未带足

现金，将自己的名牌西装放在商店，约定次日用现金来换取

西装，王某的行为是：（ ）A、质押 B、留置 C、抵押 D、保

证9、甲乙各牵一头牛于桥头相遇。甲见状即对乙说：“让我

先过，我的牛性子暴，你先躲一下。”乙说：“不怕”，继

续牵牛过桥，甲也牵牛过桥。结果二牛在桥上打架，乙牛跌

入桥下摔死。乙的损失应由谁负担？A、甲负全责B、乙负全

责c、双方均有过错，按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责任D、双方均

无过错，按公平责任处理10、下列那种遗嘱形式不需要证人

在场见证即为有效A、口头遗嘱B、录音遗嘱C、自书遗嘱D

、代书遗嘱11、2002年4月5日，某百货公司致函某服装厂，

预订购1000女装，并提供了规格、单价、询问是否同意。同



月同日，该服装厂也致函该百货公司，表示现有女装1000件

，询问百货公司是否接受。双方收信后都未给对方答复。2个

月后，该服装厂向百货公司发货，百货公司拒收。本案中百

货公司与服装厂的关系如何认定。A、合同关系未成立B、合

同关系成立C、合同关系成立且生效D、合同关系成立但未生

效12、合同中未约定标的，则合同（ ）。A、成立 B、不成立

C、无效 D、可解除13、胡某陪同其12岁的女儿胡红到某公司

为胡红购买了一架价值1万的钢琴，逾期没有支付价款，现公

司要解除合同。该解除合同的书面通知于什么时候生效？（ 

）A、在送达胡红时生效 B、在送达胡某时生效 C、在送达胡

红并胡某时生效 D、在送达胡红并告知其转交胡某时生效14

、甲将房屋一间作抵押向乙借款20000元，抵押期间，知情人

丙向某甲表示愿以30000元购买甲的房屋。对此下列表述正确

的是A、甲有权将该房屋出卖.但必须事先告知乙B、甲可以将

该房屋出卖，不必告知乙。C、甲可以将该房屋出卖，但必

须征得乙同意D、甲无权出卖15、某上市公司董事甲，因急

需用钱，将个人所有的公司股票质押给乙，借款10万，有关

该事例中质押合同的效力，表述正确的是。A、质押合同自

甲与乙签订质押合同之日生效B、质押合同自甲与乙办理质押

合同登记之日生效C、质押合同自甲取得乙的借款之日生效D

、质押合同无效16、甲科研所研制出一项发明，还未申请专

利，乙企业与甲科研所经过协商，双方于2001年2月25日签订

了书面合同，由乙企业申请专利，并于2001年2月28日向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寄出有关转让和申请的材料，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于2001年3月3日收到并予以登记，同年3月15日予以公

告，问该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自哪天生效?( )A、2001年2月25



日B、2001年2月28日C、2001年3月3日D、2001年3月15日17、

在行为人行使的权利中，下列哪个不属于属于形成权?A、对

越权代理的追认权B、债权人对债务人行使的催告权C、受遗

赠人于知道受赠的期限内作出接受遗赠表示的权利D、承租

人擅自转租，出租人行使的解除权18、某幼儿班聘请某甲担

任幼儿班教师。某日上午9时左右，幼儿班课间休息时，某甲

离校打电话，几个幼儿在教室里的火炉旁烤火。其中某乙(5

岁)和某丙(4岁)因争夺位置而打斗，某乙用石块将某丙头部打

破，而某丙则把某乙按在火炉上，某乙被烫伤。为此，某丙

花去医药费500元，某乙花去医药费5000元。某丙之父行使侵

权行为之债的请求权，其诉讼时效期间自其知道侵害事实发

生之日起是多长时间?A、1年B、2年C、最长不超过20年D、6

个月19、依照我国《合同法》有关规定，下列情形中不得享

有留置权的是( )A、定作人未向承揽人支付报酬或材料费的，

承揽人对已完成的工作成果享有留置权B、托运人或收货人不

付运费保险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承运人对其相应的运输货

物享有留置权C、寄存人未按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他费用

的，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D、承租人在出租人未履行

维修义务时自行维修，而出租人拒绝负担维修费的，承租人

可留置该租赁物20、不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联营的形式

有( )A、合伙型联营B、法人型联营C、合同型联营D、股份型

联营21、小女孩甲（8岁）与小男孩乙（12岁）放学后常结伴

回家。一日，甲对乙讲：“听说我们回家途中的王家昨日买

了一条狗，我们能否绕道回家？”乙答：“不要怕！被狗咬

了我负责。”后甲和乙路经王家同时被狗咬伤住院。该案赔

偿责任应如何承担？A、甲的监护人B、乙的监护人C、王



家D、甲、乙和王家均有过错，共同分担责任22、甲（男，22

周岁）为达到与乙（女，19周岁）结婚的目的，故意隐瞒乙

的真实年龄办理了结婚登记。两年后，因双方经常吵架，乙

以办理结婚登记时未达到法定婚龄为由向法院起诉，请求宣

告婚姻无效。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A、以办理结婚登记时

未达到法定婚龄为由宣告婚姻无效B、对乙的请求不予支持C

、宣告婚姻无效，确认为非法同居关系，并予以解除D、认

定为可撤销婚姻，乙可行使撤销权23、红旗中学为了迎接建

校50周年庆典，特委托某工艺美术院设计校徽，双方约定校

徽著作权归红旗中学所有，工艺美术院在接受委托后组织实

施中，因自己的设计人员设计稿不尽如人意，遂又委托在某

广告公司工作的李某设计校徽，但对著作权的归属未约定。

后工艺美术院将李某的作品交给红旗中学，红旗中学十分满

意，将其确定为校徽。但是各方对著作权的归属发生了争议

。本案中著作权应归属于何人？A、红旗中学B、工艺美术

院C、李某D、三方共有24、甲、乙、丙共有一套房屋，其应

有部分各为1／3。为提高房屋的价值，甲主张将此房的地面

铺上木地板，乙表示赞同，但丙反对。下列选项哪一个是正

确的？ A、因没有经过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甲乙不得铺木地

板B、因甲乙的应有部分合计已过半数，故甲乙可以铺木地

板C、甲乙只能在自己的应有部分上铺木地板D、若甲乙坚持

铺木地板，则需先分割共有房屋25、一年春节，两青年刘某

、张某在村子里玩乐，看到路边卧着一头牛，便想戏弄牛取

乐。二人将一挂鞭炮系在牛尾巴上点燃。牛受到惊吓狂性大

发，乱蹦乱跳、横冲直撞，将骑自行车路过的龙某撞伤。龙

某经医院治疗痊愈，花去医疗费1000多元。经查此牛系村民



黄某所有，当日晨挣脱缰绳从黄某家牛圈跑出。现龙某要求

刘某、张某、黄某赔偿损失。龙某的损失应如何承担?A、只

能由刘某、张某承担连带责任 B、只能由黄某承担C、应由刘

某、张某、黄某共同连带承担D、应由黄某承担部分损失、

其余由刘某、张某共同连带承担26、崔某在北京工作，家在

吉林。春节回家，乙嘱其带回一斤人参。回来后带回一斤人

参。乙已经死亡。其子丙说其父亲已死，不再需要人参，让

崔某自己留着。A、代理行为已经结束，因此代理行为已经

终止B、终止，因为被代理人已经死亡C、不终止，因为代理

人不知道被代理人已经死亡D、不终止，因为被代理人死亡

并不是代理终止的成立充分要件 27、甲居于某城市，因业务

需要，以其座落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价值210万元)作抵押，

分别从乙银行和丙银行各贷款100万元。甲与乙银行于6月5日

签订了抵押合同，6月、10日办理了抵押登记与丙银行于6月8

日签订了抵押合同，同日办理了抵押登记。后因甲无力还款

，乙银行、丙银行行使抵押权，对甲的公寓依法拍卖，只得

价款150万元。乙银行、丙银行对拍卖款应如何分配?A．乙75

万、丙75万B．乙100万、丙50万C．丙100万、乙50万D．丙80

万、乙70万28、赵某系个体工商户，因急需现金，将私房三

间典与王某，得典价3万元。后王某将该房租与陈某。因雷电

起火，该三间房屋被毁。此风险应由谁承担?A．赵某 B．王

某C．赵某和王某 D．王某和陈某29、杜某上班途中拾得一个

皮包，内装提货单、现金等财物。杜某在现场等侯了一会儿

，未见失主，就携包上班。次日杜某见到报纸上登了一则启

事。写明“如有拾得者，酬谢2000元”。杜某见失主所寻找

的正是自己拾得的皮包，便把皮包返还给失主。但在杜某向



失主请求酬金时，被失主拒绝。杜某应当享有哪些权利、负

有哪些义务?A．无偿归还拾得物。因为我国法律未规定拾得

人有获得报酬的权利B．无偿归还拾得物，有权要求失主偿还

因此而支出的费用，但无权获得报酬C．归还拾得物，无权

要求失主给予报酬D．归还给得物；有权要求失主支付2000元

的酬金30、委托授权行为与代理合同最本质的区别在于：A．

委托授权行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出具委托书，而代理合同

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B．委托授权行为可以

事后以追认的方式实施，而代理合同只能是事前订立C．委

托授权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而代理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D

．委托授权行为是诺成性法律行为，而代理合同是实践性法

律行为31．中学生刘小东辍学后到其邻居家开的饭店里打工

，其邻居答应每月给其500元报酬。但月末邻居以刘小东才13

岁，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劳动合同无效为由拒绝给付。下列

说法中，正确的是( )A．刘小东订立的劳动合同无效，但可以

基于不当得利要求支付劳动报酬B．刘小东无权要求该项报酬

，只有经过其父母的同意才可以C．刘小东有权要求该项报

酬，因为接受报酬不以民事行为能力为限D．刘小东有权要

求该项报酬，但具体金额应由其和其邻居共同协商32．下列

哪种情形中，导致离婚时，不会涉及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

求？（ ）A．某甲的丈夫乙在家中时常打骂甲B．某甲的丈夫

乙在出外打工时与某女青年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C．某甲的

丈夫乙在外地用欺骗手段得以和某女青年登记结婚D．某甲

的丈夫乙在婚前隐瞒自己的精神病史33．甲乙签订买卖合同

，甲向乙支付全部价款，约定乙应于2002年2月18日前交付货

物。2月15日，甲得知乙近期将出国定居，并已经将库存的全



部货物及其他财产卖给他人。于是，甲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

，乙拒绝。下列表述正确的是（）A．未到交付期限，甲无

权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B．甲有权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C．甲

有权行使撤销权D．甲只能在2月18日后要求乙承担违约责任

34．李某于2002年1月3日，因经营需要向张某借用了一台机

器设备以及借款5000元，2004年5月6日，张某要求李某归还所

借的机器设备和借款，但遭拒绝。于是张某向法院起诉，若

李某以诉讼时效届满为由提出抗辩，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法院对张某归还机器设备和借款的请求，均不支持B．

法院应当支持张某归还机器和借款的请求C．法院只能支持

张某归还机器的请求，不支持借款的请求D．法院只能支持

张某归还借款的请求，不支持机器的请求35．甲承租乙的店

面房一间，租期两年。租期届满在乙通知甲交还房屋时，甲

与丙签订以合伙协议设立合伙商店，甲以乙将要收回的房屋

出资，并以现金和运输工具出资，双方杂进行合伙企业登记

后开始合伙经营。经营六个月后，该合伙商店因欠货款，甲

、丙将甲作为出资的房屋抵押给供货人丁并签订了书面抵押

合同，乙对该抵押提出异议。那么，对此案的认定应当是( )

。A．合伙商店的设立无效，房屋抵押合同也无效B．合伙商

店的设立无效，房屋抵押合同有效C．合伙商店的设立有效

，房屋抵押合同无效D．合伙商店的设立有效，房屋抵押合

同也有效36．甲、乙、丙三人共同出资设立一合伙企业，经

营满两年时，丁要求加入该合伙企业，甲、乙、丙三人经协

商一致同意接纳丁为新合伙人，但是丁未与甲、乙、丙签订

书面入伙协议，而只是就一些重大事项口头达成一致。丁入

伙后，同甲、乙、丙一样参与企业事务的管理、经营，并参



与利润的分配。一年后，该企业需要偿还一笔较大数额的债

务，这时，丁提出自己不是合伙人，只是雇工，因为没有与

甲、乙、并签订书面入伙协议。对该案的解决办法应当是( )

。A．丁是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依法承担无限连带责

任B．丁不是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不承担任何责任C．

丁是准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部分责任D．丁的合

伙人身份待定，因为没有入伙协议，待签订了入伙协议后，

丁才具有合伙人的正式身份 37．甲乙系男女朋友关系，乙考

司法考试屡考不过，一日，甲对乙说：“今年你若能考取，

我将赠与你一台电脑，为示郑重，双方并立有字据，乙发奋

攻读，果然考取，遂要求甲履行诺言，但此时甲乙分手，甲

反悔。请问根据《合同法》，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主

张甲已经立有字据，合同已经成立，甲不得反悔B．既然甲已

经撤销赠与，乙不得再为任何主张C．赠与合同是要物合同

，本案赠与合同尚未成立，故乙不得主张D．一般情况下赠

与合同任意撤销，但书面赠与不得撤销，故乙可请求甲给

付38. 甲、乙订立一份买卖一副古画的合同，履行期届满后，

甲未交付古画。后发生地震，该古画灭失。甲应否对此承担

责任?（ ）A．地震是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可以免责，因此甲

不应承担责任B．虽然甲因不可抗力可以免责，但根据公平原

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C．甲应承担责任，因为迟延履行后

发生不可抗力不得免责D．如果甲能证明即使不迟延，古画

仍会因地震而灭失，则甲可以免于承担责任39. 甲、乙两公司

合作开发一种新产品，分别指派丙和丁从事科研工作。双方

就专利申请权没有约定。产品研制成功后，如果要申请专利

，专利申请权应属于( )A．甲和乙共有B．丙和丁共有C．甲



、乙中先提出申请方 D．丙、丁中先提出申请方 40．张某将

一车出租给李某，李某经过张某的允许后，又将汽车租给其

朋友林某，林某在一次行车中发生车祸，车被报废，则张某

应向谁主张赔偿损失?（ ）A．张某B．林某C．李某或者林

某D．向林某或者李某同时主张，均可获得支持41．某办公

室共有三层，甲、乙、丙三公司分别拥有一、二、三层的所

有权。丙公司未征得甲、乙公司的同意，将楼顶出租给某广

告公司，由该广告公司在楼顶上树立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

租期一年，广告公司支付丙公司每年使用费5万元，关于丙公

司的行为，以下表述正确的是：（ ）A．丙公司有权将楼顶

出租，租金归自己所有B．丙公司有权将楼顶出租，但应分给

甲、乙公司部分租金C．丙公司未经甲、乙公司的同意，无

权将楼顶出租D．甲、乙、丙公司对办公楼是按份共有 42. 公

民甲娶妻乙，育有一子一女，女儿丙已经出嫁，儿子娶妻丁

，生有一子戊，儿子于五年前不幸遇车祸身亡。甲、乙均年

老，无固定生活来源，女儿出嫁后，据不赡养老人，并曾数

度虐待甲、乙，甲、乙主要依靠儿媳丁供养。甲于2001年3月

死亡，留下房屋4间。按照继承法的规定，下列哪些人可以参

加第一顺序继承？（）A．乙、丙B．乙、丙、戊C．丙、丁

、戊D．乙、丁、戊 43.甲乙2人系夫妻关系。2000年8月1日，

甲乙居住地发大水，甲乙2人同时被水冲走，家人急忙打牢，

无果。隔4日，甲的尸体浮出水面，被家人寻得。2002年10月

，乙方家人申请法院人民法院乙死亡。法院依法于2003年1

月10日宣告乙死亡。甲乙二人家资巨大，双方父母都在，但

无子女。后双方家人因继承问题争议。以下说法正确的是A. 

应推定甲乙同时死亡B. 应当认定甲先死亡C. 应当认定乙先死



亡D. 在认定甲先时的情况下，因为乙后死是法律推定的，所

以应当对甲的继承人多分。44. 王某于2000年8月向某家具店

定做结婚家具一套，双方约定家具店应于9月10日前交货，王

某付定金1000元。9月8日，家具店通知王某，因工作失误家

具店失火，烧毁了部分已做家具，要求迟延履行合同。其时

，王某与其未婚妻闹意见，婚礼推迟，但未对家具店的要求

做出答复。9月15日，王某与其未婚妻正式分手，婚礼取消。

王某于9月16日通知家具店，取消家具定做合同。此时，家具

店已经按照王某要求做好全部家具，因此不许取消，双方发

生争议，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王某和家具店的合同已

经变更，故家具店应承担违约责任B．王某和家具店的合同未

变更，故家具店不应承担违约责任C．王某无权解除合同，

应接受家具店的履行D．王某有权解除合同，但应赔偿家具

店所受损失45. 甲与乙离婚后，9岁的丙随父亲甲生活。甲因

外出经商，委托好友丁代为看护。一日丁酒醉，丙偷跑出玩

耍，损坏小卖店电视一台。此电视应由谁承担（）A.甲承

担B.丁承担C.甲与丁承担D.甲、乙、丁共同承担46. 《民法通

则》第137条规定：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

，人民法院不矛保护。20年这一期限属于什么性质？A、普通

诉讼时效B、最长诉讼时效C、除斥期间D、权利最长保护期

限47、甲公司将50吨价值为10万元的大米存放在乙仓库，约

定存放期为3个月，保管费2万元。存放3个月后，甲公司因资

金周转困难，要求仓库允许其先将大米提走，一周内即付清

保管费。乙仓库不同意，并将50吨大米全部扣留。3个月后，

该仓库遭洪水冲击，50吨大米被水泡坏，甲公司无法向用户

交货，经法院判决支付给用户违约金1万元，甲公司的损失应



如何承担?（ ）A．乙仓库合法留置保管物，留置期间留置物

因不可抗力毁损，乙仓库不承担责任，损失应由甲公司自己

承担并应当向乙仓库支付保管费B．乙仓库应赔偿甲公司全

部50吨大米的损失C．乙仓库应赔偿甲公司40吨大米的损失以

及1万元间接损失D．乙仓库应赔偿甲公司40吨大米的损失以

及8000元间接损失48. 注册商标许可使用合同的被许可人实施

的下列哪一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行为？A．未经许可人同意，

没有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许可人的名称B．未经许

可人同意，将该商标扩大使用到不同类的商品上C．未经许

可人同意，修改了该商标的图形D．在商标许可合同期限届

满后，未经许可人同意，继续使用该商标49. 赵某向李某借

款10万元，赵某将自觉的汽车作价5万元抵押给李某，未约定

担保数额，并依法进行了抵押登记。后来一次事故使汽车报

废，保险公司赔偿8万元。赵某与李某之间的抵押关系（ ）A.

应归于消灭B.继续有效，应以保险赔偿金中的5万元继续担保

赵某对李某的债务C.继续有效，应以全部保险赔偿金8万元继

续担保赵某对李某的债务D.终止，赵某应以保险赔偿金提前

清偿李某 50. 下列不属于民事代理行为的是（ ）A.甲委托乙

代理房产登记B.丙受甲委托出席合同签字仪式C.丁受甲之委

托接受赠与D.甲委托戊办理纳税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所给

的选项中有一个或多个是正确答案（本部分51-80题，每题2

分，共60分）51、我国法律规定了下列哪几种法人设立的原

则？A、特许设立原则B、行政许可原则C、注册登记原则D

、自由设立原则52、在地役权法律关系中，下列哪些表述是

正确的？A、地役权是为特定人的设定的B、地役权是为需役

地设定的C、地役权具有从属性D、地役权具有可分性53、下



列案件，哪些适用返还原物？A、张某借了王某的手表并把

它卖给刘某，刘某以为是张某自己的手表而买之，王某要求

刘某返还B、宋某偷了李某的金项链送给女友王某，王某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收下，李某要求王某返还C、贺某借给宋某一

支金笔，宋某谎称丢失，贺某要求宋某返还D、赵某向钱某

购羊两只，钱某将羊交付赵某后，赵又将羊卖给孙某，赵某

得款后迟迟不付钱某的羊款，钱无奈要求赵某返还两只羊54

、在地役权法律关系中，下列哪些表述是正确的？A、地役

权是为特定人的设定的B、地役权是为需役地设定的C、地役

权具有从属性D、地役权具有可分性55、工程师赵某发明了

一种制造饼干的方法并获得专利。下列行为中，哪些侵害了

工程师赵某的专利权？A、某企业未经允许为了经营以该方

法制造饼干B、某企业未经允许为了经营销售以该方法制造饼

干C、某企业未经允许为了经营出口以该方法制造饼干D、某

研究所为了试验使用该方法制造少量饼干56、田某死后留下

五间房屋、一批字画以及数十万存款的遗产。田某生三子一

女，长子早已病故，留下一子一女。就在两个儿子和一个女

儿办理完丧事协商如何处理遗产时，小儿子因交通事故身亡

，其女儿刚满周岁。田某的上述亲属中哪些人可作为第一顺

序继承人继承他的遗产？ A.二儿子和女儿 B.小儿子 C.小儿子

之女 D.大儿子之子女57、A向B借15万元，以自己的房屋进行

抵押，但二人因感觉登记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双方约定不用

去进行抵押登记。后A又向C借20万元，以相同的房屋向C质

押。后A再向D借15万元。现三个借款合同均已到期，但A除

此房屋外并无其它财产，A的房屋拍卖后得45万元。就A房屋

拍卖后的钱款应当如何如何偿还债务，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



的？A.C优先受偿20万，BD在剩余的25万中平均受偿B. C优先

受偿20万，B再优先受偿15万，D只能得到10万C..BCD在45万

内平均受偿D.BCD在45万内按3：4：3的比例受偿58、甲急需

资金经营商店，于是向乡信用社借款3万元。乡信用社为了达

到拉存款的指标，要求甲用其中1．5万元购买信用社发行的

有奖无息定期1年的无记名的存单，并将存单作质押，对号码

进行登记，存单由信用社持有，否则就不借款给甲。无奈，

甲只得应允。下列有关本案性质与处理的表述中哪些是正确

的？ A．甲与乡信用社之间的借款协议无效B．甲与乡信用社

之间的质押协议未生效C．甲与乡信用社之间的借款协议生

效D．甲与乡信用社之间的质押协议生效59、下列哪些合同

的转让是不合法的？ A．甲公司与韩国乙公司举办中外合资

企业，合资合同经过审批机关批准后，甲公司未经乙方同意

将合同权利义务转让给丙公司B．甲教授曾答应为乙校讲课，

但因讲课当天临时有急事，便让自己的博士生代为授课C．

债权人李某因急需用钱便将债务人杨某欠自己的2万元债权

以1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柳某，李某将此事打电话通知了杨

某D．丁对丙的房屋享有抵押权，为替好友从银行借款提供

担保，将该抵押权转让给了银行60、公民甲与公民乙签订赠

与合同，决定捐赠给乙价值2万元的钢琴一台，后甲不愿履行

赠与合同。下列哪些说法是错误的？ A．赠与合同属于单务

法律行为，故甲可以反悔，且不承担违约责任B．甲尚未交付

设备，故可撤销赠与C．乙有权要求甲交付钢琴D．甲虽然可

以反悔，但要承担违约责任61、下列民事行为中，哪些属于

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民事行为？ A．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

行为B．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C．误将赝品作为真品



出卖的行为D．与他人台伙开设赌场的行为62、对于限制行

为能力人，下列哪些说法是不正确的？A监护人可以同意限

制行为能力人为某一具体法律行为.B.监护人不可以概括同意

限制行为能力人为某一类法律行为C.经监护人的同意，限制

行为能力人的某一具体事实行为有效D.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委托限制行为能力人为其代理某一法律行为，在未经限制行

为能力人之监护人的同意前，此授与代理权的行为无效63、

下列哪些是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A.当事人B.标的C.意

思表示D.行为能力64、甲将某屋出租于乙，租赁期满后，甲

欲将房屋另租给丙（双方已签订租赁合同），故要求乙返还

，但乙拒不返还，仍无权占用。下列哪些请求权（狭义）发

生竞合？A.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B.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乙无权占用期间的物之使用收益的不当

得利请求权C.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违约行为损害赔偿请求

权D.租赁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65、下列商标，

哪些可以经核准注册而受到法律保护？ A．驰名商标B．服务

商标C．集体商标D．证明商标66、以下关于占有说法正确的

是：A、野鸭进入某人鸭舍后又迅即离去，在鸭舍旁为他人

所拾得，鸭舍所有人可基于先占请求返还野鸭B、堆积于公路

旁的沙石，一般应认定为路段管理人占有之物C、甲为A公司

采购员，其外出为公司采购原材料，在回到公司前原材料为

甲所占有D、甲将损坏电脑交付乙修理店修理后，甲仍然构

成对其电脑的占有67、甲借用乙手表，某日出游，恰遇熟人

丙，丙见手表时髦，甚为喜爱，便询问甲是否可转让。甲答

曰：“此表乃我从一朋友处高价所购，你若想购买，所支付

转让费需高于市场价格，总之不能让我吃亏。”丙表示同意



，二人遂签定转让合同，并约定若一方违约，则应向另一方

支付相当于转让费20%的违约金。乙得知该情形后，及时在

手表交付前向丙作出说明，丙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

承担违约责任。根据以上案情，下列说法错误的是：A、转

让合同无效B、转让合同完全有效C、转让合同效力待定D、

丙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68、甲乙为邻居

，乙喜爱名马。一日甲母丙心脏病发作需住院治疗一月，甲

工作繁忙无暇照料，于是找到乙提出：在其母住院期间请乙

帮忙照顾，待出院后愿以一汗血宝马赠送之。乙欣然接受，

并要求对此进行公证，甲从之。随后，乙尽心照顾丙，甲亦

按照承诺为其购得汗血宝马一匹，并附原产地血统证明。甲

按约定时间交付了宝马，几乎在同一时间准备交付血统证明

文书，忽狂风大作，证明书被吹得无影无踪。乙提出缺乏证

明该马于己无用，要求重新交付一匹有血统证明之宝马，甲

不从，乙遂起诉至法院。关于本案，以下说法错误的是：A

、在宝马交付前，甲、乙之间的合同不能成立B、甲、乙之间

的合同为双务合同C、只要宝马未交付，甲可撤销合同D、乙

重新交付宝马的请求应得到支持69、上大学的小明（20岁）

渴望获得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天小明找到表哥小亮（25岁）

的电脑专卖店，希望买一台便宜的笔记本，小亮对小明说：

“表哥希望你好好学习，本应送你一台，但现在表哥的店刚

开张，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半卖半送你一台。”于是小亮

以半价（低于成本价格）转让小明一台笔记本。后电脑发生

故障，引起短路起火，烧毁财物若干，经查，故障乃电脑内

在缺陷所致。以下说法错误的是：A、本案合同是有名合同B

、小亮对于电脑故障有修理之义务C、对于小明的财物损失



，小亮不承担赔偿责任D、假设小明在购买电脑后因口角将

小亮殴至重伤，则小亮可以取回电脑70、甲看报纸评论，某

地段将开发成商业区，在此投资商机无限，于是数日后向乙

承租一商业店铺开办自助餐厅，租赁合同未约定租赁期限。

甲经营数月后，发现营业收入未如预期，遂以意思表示不真

实主张撤销租赁合同。关于本案以下说法错误的是：A、甲

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由撤销合同B、甲在任何

时候都可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由撤销合同C、若乙签约时知道

甲的内心想法，则甲可以撤销合同D、乙在接到甲的撤销通

知后，可以追究甲预期违约责任71、以下关于合同履行说法

正确的是：A、甲从商场购得洗衣机一台，先行支付一半价

款，待运货上门再支付另一半，商场送货人员失误弄丢说明

书，甲可暂时拒绝支付另一半价款。B、甲乙签定购销合同，

约定甲在三日后发货，乙则应于当日寄出汇票。三日后乙得

知甲并未发货，故也未寄汇票。一周后甲向法院起诉乙违约

，则乙可提出履行抗辩。C、甲有A物与乙的B物互易，甲交

付时因其过失致A物灭失，则乙可暂时拒绝交付B物。D、甲

将A车出卖乙，而甲将其对乙的价金请求权合法转让给丙，

在丙向乙请求履行时，若甲未履行过户登记，则乙可以拒绝

自己的价金履行。72、关于要约与承诺，以下选项正确的是

：A、 公司法定代表人甲向乙发出要约，愿以某价格购买其

房屋一套，要约发出当晚甲遭意外而亡，而乙收到要约当天

也因心脏病不治，其子丙复函A公司承诺，则合同可以成立

。B、某商场向某自行车厂去函，要求订购50辆某种型号自行

车，信中要求一月内答复。自行车厂没有回函，于第二天向

商场发货，则合同因承诺生效而成立。C、甲向乙紧急购物



，嘱乙立即发货，则乙发货即为承诺。D、甲登上公共汽车

，因乘车人多，乘务员忙于收款，在轮到甲之前，汽车发生

交通意外，甲受轻伤，因其没有获得车票，合同不成立，不

得要求违约赔偿。73、下列关于自力救济选项错误的是：A、

甲、乙同住一幢大厦，甲在其户内开设娼馆，在多次举报无

果的情况下，乙以甲破坏社区公序良俗、损害大楼住户人格

为由召集其他住户，捣毁娼馆，此为正当防卫之合法行为。B

、某乞丐行讨一日未有收获，路过一食摊，上有馒头若干，

因饥饿难耐，抓起一个就吃，乞丐此行为构成紧急避险。C

、甲有名画遭乙抢夺，甲虽追捕仍被乙逃脱，数日后，甲见

乙在地摊销售该画，乙发现甲向其走来，抱起画就跑，甲纵

身将其按倒地上，乙受伤花去医药费200元，则甲的行为构成

侵权。D、甲乙为邻居，甲在其屋顶置放一高音喇叭，天天

播放音乐，乙早不堪其扰。一日中午，乙在家睡午觉，甲复

用喇叭播放金属音乐，乙一怒之下冲出门外用石头将喇叭砸

坏，则乙构成正当防卫。74、甲看报纸评论，某地段将开发

成商业区，在此投资商机无限，于是数日后向乙承租一商业

店铺开办自助餐厅，租赁合同未约定租赁期限。甲经营数月

后，发现营业收入未如预期，遂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主张撤销

租赁合同。关于本案以下说法错误的是：A、甲在任何时候

都不得以意思表示错误为由撤销合同B、甲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意思表示错误为由撤销合同C、若乙签约时知道甲的内心想

法，则甲可以撤销合同D、乙在接到甲的撤销通知后，可以

追究甲预期违约责任75、甲经营成衣外销工厂，为运转资金

，先向乙借款六百万元，又向丙借款二百万元，以工厂的土

地使用权及房屋设定抵押。甲经营不善，濒临破产，乃怠于



收取货款，并贱售成衣于知情亲友。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

、丙可以请求代位收取货款，直接用于清偿自己对甲的债权B

、丙可以请求代位收取货款，但收取的货款应转交甲，丙无

优先受偿权C、乙可请求撤销甲的贱售行为，其亲友所返还

的利益直接清偿乙的债权D、乙可请求撤销甲的贱售行为，

其返还利益应归属于甲76、甲借丙款12万购得房屋一套，并

办理房屋登记手续。2004年底，甲乙二人约定，乙以14万价

格购得甲房屋一套。2005年1月1日，乙一次性付清购房款，

甲将该房屋的钥匙交给乙，乙随即对该房屋进行装修。期间

，乙多次要求甲办理过户手续，因甲的身份证遗失，尚在补

办中，未果。2005年2月1日，当地发生海啸，该房被完全摧

毁。一下说法正确的是。 A、因甲乙二人尚未办理所有权登

记手续，所以该房的所有权依然属于甲所有； B、乙可以以

所有权没有变更为由，要求甲另行交付房屋一套 C、甲乙虽

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但可以以其交付完房款，并

实际占有房屋为由，取得所有权 D、1月10日丙起诉要求甲还

款，胜诉后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对该房采取查封、变卖等措施

， 77、下列关于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的说法正确的

是A、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

他书证；B、档案证明力一般大于视听资料C、社会团体依职

权制作的公文书的证明力一般小于视听资料D、书证的证明

力一般高于证人证言 78、甲是乙公司的职工，该公司为其办

理了工伤保险。现乙在上班途中被丙所开的机动车碰成严重

残疾。一下说法正确的是A、甲可以工伤待遇，领取一次性

的伤残补助金并同时要其丙给予赔偿。B、甲获得工伤赔偿后

，应当将对丙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劳动保障部门。C、



如果乙起诉丙，丙除了支持残疾赔偿金等费用外，乙还可以

要求精神抚慰金。D、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残疾赔偿金视为

精神抚慰金，所以乙不得同时主张。79、甲因屋顶漏水而找

乙修理，工钱300元。乙遂带领自己的徒弟丙到甲处修房。因

人手不够，甲的邻居丁主动帮忙，甲同意。在乙修缮甲房时

，乙不慎将一油桶碰落，正好砸在丙和丁的头上，二人各化

去医药费1000元。经查乙家一贫如洗。关于民事赔偿责任说

法错误的是（多选）A、由于乙没有赔偿能力，甲应当对丙

承担赔偿责任。B、由于乙没有赔偿能力，甲应当对丁适当补

偿。C、甲对丙适当补偿后，享有法定的向乙追偿权D、甲对

丁适当补偿后，享有法定的向乙追偿权 80、2001年1月1日，

甲乙二人口头协商，乙以托运的方式卖给甲货物一批价值1万

元。但没有对付款方式和时间作出约定。甲于同年1月4日收

到乙的货物。2002年1月1日，乙到甲处要求甲付款，甲以暂

时没钱推脱，并出具一张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以下关于诉

讼时效说法正确的是（多选） A、乙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

是2001年1月4日 B、乙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是2002年1月1日 C

、甲出具的欠条没有还款日期，甲可以随时请求，适用20年

最长时效 D、乙的时效结束于2004年1月1日。 三．不定项选

择题。每题所给的选项中有一个或者多个是正确答案（本部

分81-100题，每题2分，共40分）81、甲乙二人在婚姻存续期

间，用共同财产购买房屋一套。但购房合同以及房产证均登

记为甲一人所有。在婚姻期间，甲以自己的名义，持登记为

自己名义的房产证与丙交易，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假设丙不知甲乙系夫妻关系，有关甲丙之间法律关系说法

正确的是： A 、转让合同无效，丙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如果



甲丙已经登记，则丙可取得所有权C、转让合同效力待定，

如果丙作追认，则合同有效D、无论丙是否追认转让合同均

有效82． 假如丙知道甲乙系夫妻关系，其房产系甲乙二人共

同出资购买的，则有关法律关系分析正确的是：A、转让合

同无效B、转让合同效力待定C、若丙有客观理由以为转让合

同为甲乙共同意思表示，则合同有效D、若甲丙已为登记，

则丙可取得所有权83. 乙以甲没有经过自己的同意，擅自卖房

，要求确认合同无效，举证责任如何分担？A 、对于丙是否

知道甲乙系夫妻关系，应由乙举证B、对于丙是否有理由认为

合同为甲乙共同意思表示，应由丙举证C、对于丙是否知道

甲乙系夫妻关系,应由丙举证D、对于丙是否有理由认为合同

为甲乙共同意思表示，应由乙举证84、假设转让合同签定后

丙已交付房款，但在过户交付前甲丙达成解除合同的协议，

第二天甲携房款逃匿，丙得知房屋合同签定后不久甲乙便已

离婚，丙于是起诉乙要求返还房款。以下说法正确的是：A

、乙可以此债务为甲个人债务为由抗辩B、房款返还义务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C、对于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乙举

证D、对于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丙举证甲乙是夫

妻，有一儿子丙，甲做生意认识丁并收其为情妇，乙得知后

愤而提出离婚，离婚后不久便郁郁而终，丙对丁恨之入骨，

扬言要其家破人亡。甲离婚后便与丁投资设立一注册资本

为100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A，设立协议中约定甲持股60%，

全部现金出资，乙持股40%，以一项非专利技术出资。协议

订立后公司很快注册成立。一年后，甲因交通肇事死亡，与

此同时，另一家公司B向法院起诉A公司，认为其正在使用的

技术系B公司的商业秘密，该技术正是丁所出资，法院终审判



决A败诉。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以下问题： 85、 丙提出继承

甲在公司的股权，下列说法正确的是：A、丙不得继承股权

，因为有限公司具人合性，丙与丁不合，如丙继承则会引发

公司僵局B、丙可以继承股权，但前提是丁放弃优先购买权C

、丙只能继承股权中的自益权（利益分配请求权），对于共

益权（管理权）丙不得继承D、丙可以继承全部股权86、如

果丙不提出继承股权，而是希望把公司解散，对于此事其特

向某大学法律系的表哥咨询，以下咨询意见错误的是：A、

设立协议中以非专利技术出资占注册资本40%违反公司法B、

设立协议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部分无效C、公司的设立

行为无效D、公司应予解散87、对于丁的出资被第三人追索

，相关人员的内部关系应如何处理：A、丙得以丁违反出资

义务为由，主张取消丁的股东资格B、丁应向A公司承担违约

责任C、A公司可以要求丁补交出资D、丁应向丙承担违约责

任88、甲乙二人1998年10月1日举行结婚仪式，共同生活,同

年12月5日办理结婚登记。2000年生一女孩。2004年1月27日，

甲以解除同居关系的子女财产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抚养

非婚生女，同居财产依法分割。乙向法院提供结婚证，称双

方系合法婚姻，夫妻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与甲离婚。甲称

办理结婚证双方均未到场，违反法律规定，结婚证无效。乙

承认当时办理结婚登记时双方均未到场。下列关于人民法院

的处理，正确的是：A、人民法院应当采信乙提供的结婚证

，认定二人是合法的夫妻关系，继续审理。B、合议庭应当审

查结婚证的效力，查明甲陈述属实后，宣告婚姻无效，继续

审理解除同居关系的子女财产纠纷C、人民法院应当采信乙

提供的结婚证，并应当告知甲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同时重新



指定举证期限。D、甲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可以

驳回甲诉讼请求89. 某宾馆与制衣厂订立了一份服装加工承揽

合同，规定制衣厂为宾馆加工制作工作服500拣，面料由宾馆

提供。合同附则部分规定：“合同经公证生效”。合同签订

后，未办理公证手续。宾馆向制衣厂提供了60％的面料，制

衣厂如约加工。由于宾馆资金紧张，宾馆提出变更合同，加

工服装减为300件，并中止剩余服装所需面料的供应，制衣厂

不同意。制衣厂完成300件服装的加工后，将服装送至宾馆，

宾馆按60％的货款进行结算。制衣厂要求宾馆继续履行合同

和支付违约金。本案中，下列那些表述是正确的？A. 合同成

立但未生效B．合同成立且生效C. 制衣厂请求支付违约金应

予支持，请求履行合同不予支持D．制衣厂请求支付违约金

和请求继续履行合同均予支持90. 北京甲厂和北京乙厂都需要

柴油，两厂与锦州丙燃料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约定燃料公

司在1个月内供给柴油1000吨，每吨价格为1600元。在柴油运

动后，甲厂与乙厂再按4、6分配。该合同之债属于下列哪些

种类？A. 多数人之债B．按份之债C．选择之债D．种类之

债91．甲与乙签订销售空调100台的合同，但当甲向乙交付时

，乙以空调市场疲软为由，拒绝受领，要求甲返还货款。下

列说法哪些是正确的？ A.甲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存这批空调 B.

空调在向当地公证机关提存后，因遇火灾，烧毁5台，其损失

应由甲承担 C.提存费用应由乙支付 D.若自提存之日起5年内

乙不领取空调，则归甲所有 答案：AC 92．某刊物不愿让别

的刊物随意转载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下列做法哪些是可行

的？ A.在刊物上发表不得转载的声明 B.在每一篇文章都刊载

作者不许转载的声明 C.在刊物的声明中载明所有作者均已授



予本刊专有使用权 D.不须作任何声明 93. 甲将自己的一块手

表委托乙寄卖行以200元价格出卖。乙经与丙协商，最后

以250元成交。下列哪些选项是正确的？ A.甲只能取得200元

的利益 B.甲可以取得250元的利益 C.乙的行为属于违反合同义

务的行为 D.乙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 答案：BD 2000年2月，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约定由乙公司为甲建房一栋

。乙与丙签订《内部承包协议》，约定由丙承包建设该楼房

并承担全部经济和法律责任，乙收取丙支付的工程价款总额5

％的管理费。丙实际施工至主体封顶。2004年1月，乙向法院

起诉请求甲支付拖欠工程款并解除施工合同。甲辩称乙起诉

时已超过2年诉讼时效，要求法院驳回乙的诉讼请求。请回答

以下94-96题。94．下列关于乙与丙签订的《内部承包协议》

的说法，何者正确？A．该《协议》为转包合同，有效B．该

《协议》为转包合同，无效C．该《协议》为分包合同，有

效D．该《协议》为违法分包合同，无效95．下列关于合同

解除的说法，何者正确？A．乙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时已超过

诉讼时效B．乙起诉请求解除合同时未超过诉讼时效C．乙起

诉请求解除合同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D．乙起诉请求解除合

同适用特殊诉讼时效规定96．下列说法何者正确？A．乙有权

对讼争楼房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B．乙无权对讼争楼房

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C．丙有权对讼争楼房折价或拍

卖的价款优先受偿D．丙无权对讼争楼房折价或拍卖的价款

优先受偿甲有古瓶一只，寄存于于乙处。乙未得甲同意而质

押于丙，借款1万元。乙旋又向丙伪称有人欲高价购买古瓶，

请求丙准予取去一观，丙深信不疑。乙竟以之出质于不知情

之丁，借款两万元，事后，丙知其事，向丁索还古瓶，丁不



允。根据案情回答以下问题： 97、关于乙、丙、丁之间的法

律关系，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丙不得诉请法院撤销乙丁

之质押 B、丙可向乙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C、丙可自乙处取得

质权，但丧失占有后质权也随之消灭 D、丙可向乙要求承担

侵权责任 98．甲出外归来，获知其瓶已出质于丙丁，则以下

说法正确的是： A、甲可向丁行使物上请求权，要求返还原

物 B、甲可向乙要求承担侵权责任 C、甲可向乙要求承担违

约责任 D、甲可向丙要求承担侵权责任 99．乙公司欠甲公

司30万元，同时甲公司须在2000年9月20日清偿对乙公司的20

万元货款。甲公司在同年9月18日与丙公司签订书面协议，转

让其对乙公司的30万元债权。同年9月24日，乙公司接到甲公

司关于转让债权的通知后，便主张20万元的抵销权。下列说

法哪些是正确的？A．甲公司与丙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合同

于9月24日生效B．乙公司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即负有向丙

公司清偿30万元的义务C．乙公司于9月24日取得20万元的抵

销权D．丙公司可以就30万元债务的清偿，要求甲公司和乙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100. 音乐家甲不幸英年早逝，留下创作完

成而未公开的乐曲《江山万里红》，甲的继承人可以继承该

作品的权利（ ）A.修改权B.使用权C.署名权D.获得报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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